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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勘探与生产行业面临的温度环境正在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

发展－油田活动在更加酷热或更为寒冷的地面条件下进行，此外井

下温度也更高。随着作业者的钻探目标越来越深、钻探地区日趋偏

远，能在这些条件下应用的新型流体化学剂也在不断得到开发。

极端温度条件下使用的油田化学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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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5600万年前，北极不存在冰盖

层，地球表面要温暖得多[1]。随着时间

的推移，气候变冷，水被冻结，生命在

不断努力地适应着变化的温度环境。如

今，在北方寒冷气候以及其它具有挑战

性温度环境下使用的油气开采技术也在

不断发展并适应温度环境，从而帮助油

气公司对偏远地区的油气储量进行开

采。

在经历了几近一个半世纪的油气

开采之后，石油天然气工业目前正处在

一个转折点上。最近，石油和天然气价

格创下了历史新高。尽管以前也曾发生

过价格波动，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分析

家认为，当前的市场情况不是由人为因

素造成的。实际上，在我们对油气的需

求与我们进行油气开采的能力之间存在

潜在的巨大缺口。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总是从最容易

开采的油气资源入手，因此剩余的油气

资源将越来越深、越来越偏远，而且越

来越复杂。为了对这些偏远油气资源进

行经济开采，需要大幅度提高勘探与生

产技术水平并不断降低成本和风险。 　
为了获得这些剩余储量，工程人员

正在面对与常规开采作业相比更加冰冷

的海底井口、更高的井底温度以及极端

的地面温度条件。这些恶劣条件对人

员、设备和流体化学来说都是一项挑

战。这就需要不断开发出新的化学技

术，以便更好地开展钻井、完井和开采

作业等。

在本文中，我们对极端温度环境给

油田化学带来的挑战进行了讨论。通过

西伯利亚、中东、墨西哥湾、美国以及

北海等地的具体应用实例，阐述了新的

化学和工程解决方案是如何有效地帮助

作业者对偏远地区油气资源进行有效钻

探和开采的。

BIGORANGE，CemCRETE，DeepCEM，DeepCRETE，
GASBLOK，PowerCLEAN，Super X，SXE和YF“G0”等

是斯伦贝谢公司的商标。

1. Kerr RA:“Signs of a Warm，Ice-Free Arctic”，
Science，305 卷，第 5691 期（2004 年 9 月 17
日）: 1693。

2. 有关斯伦贝谢客户支持实验室（CSL）更多的
信息，请参见：Abbas R，Cunningham E，Munk
T，Bjelland B，Chukwueke V，Ferri A，Garrison G，
Hollies D，Labat C和Moussa O：“长期层间封隔
解决方案”，《油田新技术》，14 卷，第 3 期
（2002 年秋季刊）：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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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支持实验室

经验表明，技术资源离出现问题的

地方越近，就越能有效地解决问题。针

对这一需求，斯伦贝谢公司在休斯敦、

Sugar Land、阿伯丁、吉隆坡和俄罗斯

秋明建立了客户支持实验室（CSL）。通
过大力支持引进新技术、协助培训现场

人员、解决实际的钻井和生产问题，使

CSL成为产品开发与现场作业之间联系

的重要纽带[2] 。CSL 的工程师、科研人

员和技术人员还参加团体培训和业务拓

展计划，并经常到当地大学进行学术交

流，积极参与众多有利于人员和勘探开

发技术发展的各项活动。这些客户支持

实验室的选址都是经过战略考虑的，使

其能够对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油气产地提

供支持。

最新落成的 CSL 位于莫斯科以东

2100公里（1305英里）的秋明。秋明的

CSL为俄罗斯境内现场作业和客户提供

技术培训、新技术实施和技术支持服

务。和其它四个CSL一样，秋明实验室

的工作重点是为当地的勘探与生产问题

提供专门的解决方案。

冰冷的西西伯利亚

许多剩余油气储量的埋藏位置都

非常特殊，钻井和完井所需要的设备和

化学流体都必须要经历从极热到极冷的

考验。西西伯利亚冻土带之下蕴藏着全

球 40% 以上的探明天然气储量以及大

量的石油。在这样的环境下钻井，尤其

是在冬季，其难度可想而知；这些井的

生产作业更是难上加难。

例如，西西伯利亚砂岩储层的油相

渗透率一般介于2－4个毫达西。通常，

采用水力压裂可以使产量提高三倍甚至

更高。大胆的压裂设计使产量增加到初

始产量的四到五倍。这些油田是最早广

泛使用水力压裂技术的油田之一，使用

了一些当时尺寸最大的支撑剂，用以支

撑裂缝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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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伯利亚一年当中很大一部分

时间的温度都在零度以下（右图）。实

践证实，在这种恶劣条件下，使用常规

水力压裂设备和化学流体进行作业，

效率都非常低，甚至是无效。水力压裂

过程的关键是对携带液进行适当混合，

以便有效地将支撑剂从地表输送到通

常在地表以下数千米深的水力压裂缝

内。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压裂凝胶及

其它化学制剂可以非常充分地进行动

态混合，即经过一个步骤就可以准确

地测定和混合水、化学制剂和支撑剂，

并将其泵入井下。然而，在西伯利亚的

严寒条件下，由于在加入压裂化学制

剂前，混合水必须要加热到25˚C（77˚F）
以上，所以动态混合是不现实的。因

此，工程师采取了一种称之为分批混

合的方法来对压裂液进行混配。

在分批混合的过程中，一般是是

在罐中对水进行加热，然后再加入大

量压裂聚合物及其它化学制剂。每罐

的混合需要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这

一过程不仅效率低，而且需要大量的

能量来加热水，使得压裂液很容易受

到细菌的污染。一般情况下，一次压裂

作业所需的压裂液经常需要分批混合

六到七小时才能完成。

西西伯利亚恶劣的环境条件再加

上很长的压裂液混合时间、崎岖的道

路及恶劣的作业条件都限制了压裂作

业的数量，每周只能进行两三次作业。

为了提高整体压裂效率，位于得克萨

斯州Sugar Land的斯伦贝谢综合产能与

输送中心（IPC）的工程师们对设备、流

程和化学制剂进行了重新设计，有效

地减少了处理时间，每次压裂作业平

均缩短 8小时（请参见“提高油田服务

效率”，第 51 页）。

缩短处理时间的关键就是要淘汰

分批混合处理这一步骤。为此，必须克

服混合过程中的温度局限。西西伯利

亚地下 1100 － 1900 米（3610 － 6230 英
尺）处，有一个暖水地层，即Cenoman
地层。Cenoman地层水在大多数生产位

置都可以获得，开采到地表时水温接近

50˚C（122˚F)，大大高于一般制备压裂液

所需的25˚C的温度。工程师认为天然加

热的 Cenoman 暖水不仅符合俄罗斯关

于油田供水的环保和法规要求，也能够

极大地缩短在现场制备压裂液的时间。

在将 Cenoman 水用于压裂作业之

前，秋明客户支持实验室（CSL）的工

程师进行了一些研究，以确定该地层水

是否适合压裂作业。分析结果表明，水

> 寒冷的西伯利亚。一年当中，西伯利亚油田的温度在零度以下的时间至少

有 7 个月。

> 天然硼交联剂。Cenoman地层水含有大量的硼，可以迅速交联瓜尔胶压裂液（上图）。表中给出了
六个样品的水质分析结果（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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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外相乳化液。图中所示为柴油中的乳化酸液
滴（黄色）。将少量乳化液倒入烧杯内的水中。由

于乳化液是油外相，因此柴油、酸和表面活性剂
混合物会在水溶液中形成圆形液滴。

> 稳定压裂液。在 100˚C（212˚F）下进行的稠度实验表明，向四个不同位置的Cenoman水中加入络合
剂，随着时间的推移，粘度会稳定在 500－ 800 cP（0.5－ 0.8 Pa.s）之间（上）。尖峰是稠度实验引起

的假象。相反，若不加入络合剂，则观察到初始粘度很高，接着在样品温度升高的几分钟时间里粘度
陡然下降（下），说明未处理过的样品很不稳定。

中含有较高含量的硼、镁以及其它元

素，这些都会增加水的硬度（前一页，

下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硼的存在

会加快普通压裂液（如高 pH 值硼酸盐

胶）的交联速度，使得难以对压裂液进

行控制。在与Cenoman水混合后，普通

压裂液还在预计的井下温度下显示出很

差的稳定性，这可能是由于氢氧化钙

[Ca(OH)2]和氢氧化镁[Mg(OH)2]等二价金

属氢氧化物所引起的pH值下降造成的。

为了将硼和 Cenoman 水硬度的影

响降到最小，CSL小组对使用络合剂进

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聚合物水化前加

入一种化学制剂复合硼，可以有效地抑

制早期的交联趋势（下图）。在井场，对

Cenoman水进行预处理并结合采用新的

设备设计不仅可以省去分批混合这一过

程，还极大地改善了流体的特性。

工作在前线的西伯利亚CSL员工和

客户方人员利用当地的资源，开发出一

种独特的压裂液。他们利用新的流体体

系实施了80多次水力压裂作业。现场耗

费的时间平均缩短了8小时。在所有压

裂井中，支撑剂的充填效率达100%，并

且没有观察到裂缝导流能力下降。

炙热的沙特沙漠

离开寒冷的西伯利亚，我们又走进

炎热的沙特阿拉伯沙漠。在这里，斯伦

贝谢的CSL工程师面临另一个油井增产

的难题－地表温度太高，使得产品很难

控制，在泵入井下之前就失效。

沙特的油气主要产自碳酸盐岩储

层。蕴藏在这些石灰岩和白云岩地层中

的储量通常需要采取基岩增产措施才能

获得比较高的产量。长期以来，一直使

用乳化柴油中的酸而产生的阻化酸来对

这些碳酸盐岩储层进行增产处理[3]。一

般情况下，将酸与柴油以 70:30 的比例

混合。使用乳化剂可以生成阻化酸溶液

并使之稳定（上图）。

这种比例的油外相乳化液本身很不

稳定。为此，在处理时需加入高浓度的

乳化剂以保持其稳定性。在泵入井下之

前，乳化液可以通过持续的混合来保持

稳定。乳化盐酸（HCl）的反应速度比常

规盐酸的反应速度慢 15 － 20 倍。盐酸

与碳酸盐的反应速度取决于岩石暴露在

盐酸表面的面积。在乳化酸体系中，由

于柴油是外相，所以可将酸最初接触岩

石的程度降至最低。

3. Nasr-El-Din HA，Solares JR，Al-Mutairi SH 和
Mahoney MD：“Field Application of Emulsified Acid-
Based System to Stimulate Deep，Sour Gas Reservoirs
in Saudi Arabia”，SPE 71693，发表在 SPE 技术

年会暨展览会上，新奥尔良，2001 年 9 月 30
日 -10 月 3 日。

Nasr-El-Din HA，Al-Anazi HA 和 Mohamed SK:
“Stimulation of Water Disposal Wells Using Acid-in-

Diesel Emulsions: Case Histories”，SPE Production &
Facilities，15卷，第 3期（2000年8月）:17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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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更高温度的乳化液。对SXE乳化液新、旧配方都进行了为时 24小时的
评价。SXE旧配方在一定温度范围内不稳定，这一点从其粘度呈现不规则下降
便可看出（橙色）。而新配方乳化液体系在整个所研究的地面温度范围内都很

稳定（绿色）。

>  新化学制剂对乳化液用量的影响。自新产品于 2004年投入使用以来，一直
使用新（绿色）、旧（粉色）两种产品。用量明显低于单独使用旧产品所计算
的用量（灰色）。

这样，在酸液耗尽前，可以深入穿

透到基质中。一旦泵入裂缝深处，乳化

作用停止，液体分离，携带进来的酸就

可以对碳酸盐岩进行酸化[4]。

长期以来，在炎热的沙漠环境下如

何保持乳化液在混合后、注入井眼前的

稳定性一直是一个难题。在夏季，白天

气温可升高到120˚F（48˚C）[5]。为了缩短

流体体系暴露在高温下的时间，一般是

在晚上对处理液进行混合。使用前通常

需要重新混合四小时或更久，而且必须

是在地面温度升至太高前进行混合。

吉隆坡CSL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着

手研究解决这一难题。这个问题的关键

就是要研制出一种乳化剂，使它既能够

在高地面温度下保持稳定，也能够在高

达 300˚F（149˚C）的井眼条件下保持稳

定（左上图）。经过在吉隆坡 CSL 对当

地多种产品进行广泛评估后，沙特阿拉

伯的工程师开始使用U108（一种新型乳

化酸体系添加剂）在一些生产井和注入

井的常规酸化增产作业中实地试验一种

新型SXE SuperX浓缩盐酸乳化剂。随后

他们又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成功地完成

了10口深气井的酸压裂增产作业。在全

部应用实例中，新的乳化液在地面条件

下能够保持稳定超过 24 个小时。

在 South Ghawar 气田垂直气井的

水力压裂作业中也使用了新 SXE 液体

系。裂缝处的石灰岩和白云岩地层的平

均渗透率为3.3 mD，温度298˚F（148˚C），
压力 5000 psi(34.5 MPa)。尽管在泵入前

地面温度在 100˚F(38˚C)以上，但在开始

压裂或基质酸化作业前几乎不需要进行

混合。初始地面注入压力为 8 9 0 0  p s i
(61.36 MPa)，压裂后降到 6972 psi(48
MPa)。天然气产量从1671 psi(11.5 MPa)
时的 2700 万英尺 3/ 日(764640 米 3/ 日)增
加到 2021 psi(13.93 MPa)时的 3400 万英

尺 3/ 日(962880 米 3/ 日)。
不仅对所有的井都成功地进行了压

裂，而且平均而言，混合稳定溶液所需

的乳化剂浓度也降低了80%，所需的时

间也缩短了 6小时，明显减少了每次处

理的成本（左下图）。

4. Nasr-El-Din 等人，2001 年，参考文献 3。

有关碳酸盐岩储层酸化处理及酸压裂更多的
信息，请参见：Al-Anzi E，Al-Mutawa M，Al-
HabibN，Al-Mumen A，Nasr-El-Din H，Alvarado O，
Brady M，Davies S，Fredd C，Fu D，Lungwitz B，
Chang F，Huidobro E，Jemmali M，Samuel M 和

Sandhu D：“碳酸盐岩油气藏增产处理新方
法”，《油田新技术》，15 卷，第 4 期（2003/
2004 年冬季刊）：28-45。

5. http:l/www.bbc.co.uk/weather/world/
country_guides/results.shtml?tt=TT002770（2006年
9 月 13 日浏览）。

6. 美国矿产管理服务局文件:Deepwater Gulf of
Mexico:America’s Emerging Frontier: http://www.
gomr.mms.gov/homepg/whatsnew/techann/000022.
html（2006 年 7 月 11 日浏览）。

7. O'Leary J，Flores JC，Rubinstein P 和 Garrison G:
“Cementing Deepwater，Low-Temperature Gulf of

Mexico Formations Prone to Shallow Flows”，IADC/
SPE 87161，发表在 IADC/SPE钻井大会上，达拉
斯，2004 年 3 月 2-4 日。

8. 有关深水固井技术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Carre G，Pradie E，Christie A，Delabroy L，Greeson
B，Watson G，Fett D，Piedras J，Jenkins R，
Schmidt D，Kolstad E，Stimatz G和Taylor G:“深水

完井和固井新技术”，《油田新技术》，14 卷，
第 4 期（2002/2003 年冬季刊）：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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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粒堆积。通过混合特殊粒度的颗粒（上），固体和液体混合后就具有更大
的流动性，与此同时有更多的固体颗粒悬浮（中图）。在DeepCRETE固井水泥
浆体系中，通过对不同粒度的颗粒以特殊的方式进行混合，形成一种更容易注

入、渗透率较低（上图）、滤失量更小（下图）、持久性更强、所需气窜添加剂
更少的固井水泥。

墨西哥湾冰冷的海底

离开炎热的沙特阿拉伯沙漠，我

们又来到海底，勘探与生产作业公司

继续在海底深处寻找油气资源。在墨

西哥湾（GOM），水深在1000英尺（305
米）以上的油井原油产量占墨西哥湾

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并且这一比例有

望继续提高。这些油田的产量占美国

原油产量的17%，占天然气产量的7%。

自2000年开始，新的深水钻井增加的石

油气储量总计超过45亿桶（7.15亿米3）

油当量，比 1974 到 1999 年间发现的深

水储量总和高 58%[6]。2000 年，美国矿

产管理局（MMS）估计墨西哥湾深水区

的剩余可采油气储量超过 500亿桶（79
亿米3）油当量。 　

在这样的深水环境中进行钻井作

业对设备、工艺流程和流体化学都是

一项特殊的考验。对低温地层进行固

井作业在墨西哥湾以及西非和南美等

世界各地的深水区越来越常见，这些

作业还会受到浅水流的影响。

在工程人员下放表层套管串并进

行固井作业期间，他们会遇到接近冰

点的温度、水流、充气砂岩及井漏等问

题。低温延缓了水泥水化过程，影响凝

胶强度和耐压强度，而凝胶强度和耐

压强度对井口的结构支撑和降低套管

外窜流至关重要。

墨西哥湾有超过 60% 的深水井在

钻井时遇到过浅水流的问题，这是钻

井人员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7]。如果初

次固井作业失败，常常会导致气窜，而

补注水泥费用高昂，甚至情况严重时

造成油井报废。

过去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是使用

常规泡沫水泥。然而，这些水泥浆体系

的后勤支持工作非常复杂，并且难以

模拟和注入，引起人们对水泥长期稳

定性的担忧。休斯敦CSL的斯伦贝谢工

程师与产品中心的研究人员共同开发

了一种新型固井水泥浆体系，专门用

于解决深水固井问题。

该解决方案的核心是 DeepCEM 深

水 固 井 解 决 方 案 系 列 添 加 剂 与

DeepCRETE深水固井解决方案（快速水

合型 CemCRETE 水泥基油井固井体系）

结合使用[8]。通过调整粒度分布（PSD），
DeepCRETE固井水泥浆体系能够在很大

的密度范围内进行制备，并且可以控制

流体滤失，加快凝固时间和提高耐压强

度。与常规水泥混合方式一样，

DeepCRETE水泥浆能够非常好地适应井

底低温以及深水井中遇到的恶劣固井条

件（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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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侵入。传统减重水泥浆在凝固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天然气侵入的问题。在某一特定的时间点
上，水泥柱不再传递静水压力。这样，施加到地层上的压力会低于孔隙压力。此时，气体可能会侵入
环空（右上），这取决于水泥本身的性质。通过适当设计粒度分布，能够让颗粒紧密排列，不会出现

空隙空间，这样便可防止气体的侵入（右下）。经过实验对比，传统减重水泥浆会使气体窜入水泥浆
中（左上－紫红色曲线以上的黄色），而 DeepCRETE 水泥则不会（下－紫红色曲线以下的黄色）。蓝
色曲线代表测试温度。

这些水泥浆体系的含水量低，有

助于早期形成一定的凝胶和耐压强度，

低密度能够使低破裂梯度地层中的滤

失风险降到最小(下图)。使用GASBLOK
气窜控制添加剂或 DeepCEM 添加剂可

以进一步提高这些水泥浆体系对浅水

和气侵入的抵抗能力[9]。在寒冷的环境

下，DeepCEM 添加剂可以使扩散更加

迅速，并缩短从水泥浆状态到凝固状

态之间的过渡时间。

2002年，墨西哥湾两口井表层套管

柱的固井作业给BP公司出了一道很大

的难题。这两口井所处位置的水深超

过 6000英尺（1829米），井口温度近于

冰点，井底静态温度通常在50˚F（10˚C）
以下。

休斯敦 CSL 帮助 BP 公司通过多次

计算机模拟优化扶正器设计，对循环热

效应进行了预测并评价了泥浆清除效率

的影响。同时休斯敦 CSL 还对传热效

应、多种温度梯度、井斜、地层类型以

及不同流体流变特性对流动动态的影响

进行了模拟。模拟过程的关键是温度模

拟器的输出结果，它能够帮助CSL技术

人员优化驱替和固井液的性质。

在深水应用中，水泥环的力学特性

是保持层间封隔、延长井筒寿命的关键。

即使最初水泥环的注入和凝固特性都比

较理想，但生产期间井筒温度的变化会

导致套管的膨胀与收缩。这样可能会发

生脱胶结或裂化现象，形成微环空或通

道，使天然气和其它井内流体上窜到地

面。对 DeepCRETE 水泥浆体系在高达

200˚F（93˚C）的热循环条件下进行了评价

（下一页图）。这些实验说明，水泥环应

该在井的整个开采期内都保持完好。

工程小组为 BP 公司两口独立的深

水井设计并注入了 2000 多桶（318 米 3）

的DeepCRETE水泥浆。两口井的水泥浆

都顺利地对 20 英寸的套管柱进行了固

井，而无意外发生。CSL小组将先进的

流体化学制剂、实验室试验和计算机模

拟技术相结合，说明了在极端温度环境

下采用适宜的固井水泥浆体系是非常有

效的。自从DeepCRETE水泥浆投入使用

以来，已经在墨西哥湾的 200多口深水

井中得到了应用，帮助解决了许多使用

其它固井水泥浆体系产生的问题。

低漏失量－低损害

随着浅层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在不断

耗尽，勘探开发行业已经向温度更高、

更深的井转移。“高温”井的认定取决

于时间和地理位置，也就是说，以前被

认定为高温井，也许日后就可能被认定

为常温井。目前，半数以上生产井的井

下温度（BHT）在200˚F到300˚F之间，这

一温度区间曾一度被认为相当高。估计

有大约 5%砂岩油气藏生产井的井温超

过300˚F，随着时间的推移，预计这个比

例还会提高。

就普通井的完井而言，完井液的过

多漏失会导致地层损害，更糟糕的是，

会导致出现井控问题。为了控制完井液

向地层漏失或出于井控考虑，一般采用

少量的粘稠流体或堵漏材料，它们通常

是由羟乙基纤维素（HEC）等高浓度的

交联聚合物加入或不加入碳酸钙等桥堵

剂混合而成。这些堵漏材料通过固体桥

堵剂和在渗透层上形成聚合物滤饼来控

制井液流入地层。与压裂液不同的是，

堵漏材料需要具有长久的稳定性。温度

升高时[通常超过 250˚F（121˚C）]，大多

数聚合物会开始退化，即粘度下降，仅

靠桥堵剂不足以控制井液漏失。当使用

更高密度的二价盐水时，这一情况会更



2006 年秋季刊 11

> 热循环。在深水环境中，水泥必须能够长期耐受由时断时续的生产所引起的热循环。当套管在没有热产液的情况下冷却时，井眼温度的变化可能非常

剧烈。温度变化会引起套管的膨胀和收缩，向水泥环传递压缩应力和切向应力。如果水泥没有足够的弹性、张力和剪切粘合强度，就会从套管上脱离胶
结或失去张力，可能导致烃类泄漏到地面。在 40˚F 到 200˚F 热循环范围条件下对常规水泥（上）和 DeepCRETE 水泥浆体系（下）进行的模拟试验结果表
明，常规水泥存在抗张强度或牵引力失效的风险，而 DeepCRETE 水泥的抗张强度要高得多，比常规水泥有更好的剪切粘合强度。

9. GASBLOK 体系在固井作业过程中能够控制环

空气窜。这些体系包括一种非缓凝液，可以
使水泥浆在 80˚F－ 160˚F（27˚C － 71˚C）、密度
低至 10.5 磅 / 加仑（1258 千克 / 米 3）很宽的

范围内控制井液漏失和防止气窜。GASBLOK
添加剂是一种聚合微凝胶悬浮物，其作用是
通过堵塞水泥滤饼的孔喉来减缓井液漏失。

水泥基质间隙水中的微凝胶在液-固相转变阶
段能够降低水泥基质的渗透率，降低孔隙之

加复杂，因为它们会抑制聚合物的水合

作用，或者降低聚合物保持交联结构的

能力。

桥堵剂本身也会降低渗透率或造成

地层损害。对碳酸钙、油溶性树脂、纤

维等各种颗粒体系的研究表明，桥堵剂

会不同程度地降低渗透率[10]。一般情况

下，含有聚合物和桥堵剂的堵漏材料需

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补救处理，比如酸洗

处理，在完井后去除沉淀物和消除聚合

物损害[11]。由于某些砂岩中含有酸敏性

粘土，因此采用酸洗处理补救措施的实

际效果是弊大于利。

间的连通性，进而抑制气窜。

有关 GASBLOK 体系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Bonett A 和 Pafitis D：“Getting to the Root of Gas
Migration”，Oilfield Review，8卷，第 1期（1996
年春季刊）：36-49。

10. Samuel M，Marcinew R，Al-Harbi M，Samuel E，
Xiao Z，Ezzat AM，Khamees SA，Jarrett C，Ginest
NH，Bartko K，Hembling D 和 Nasr-El-Din HA：“A
New Solids-Free Non-Damaging High Temperature

Lost-Circulation Pill：Development and First Field
Applications”，SPE 81494，发表在第十三届 SPE
中东石油展览会上，巴林，2003年6月9-12日。

11. 有关完井液及其工艺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Ali S，Bowman M，Luyster MR，Patel A，Svoboda
C，McCarty RA 和 Pearl B：“新型可逆乳化钻井
液改善油气井产能”，《油田新技术》，16 卷，
第 3 期（2004 年秋季刊）：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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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束的显微照片。在描电子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分布在水溶液中的VES分子彼此相互缠绕，形成杆
状结构，从而产生增粘效应。图中显示的是小型杆状胶束。

> VES 与烃类接触。10% 的 VES 流体具有较高的粘度（左）。在与烃类溶液接触后，粘性被破坏，溶
液很容易流动（右）。

新型无损害聚合粘弹性表面活性剂

（VES）流体在用于水力压裂、酸液转

向、基岩酸化、防砂和酸化压裂时，表

现出明显优于聚合物基流体的特点[12]。

近来，为了解决高井温和地层损害问

题，吉隆坡CSL的工程师研制出了一种

VES、无固相、表面活性剂基、防漏失

的堵漏材料，并在沙特阿拉伯的高温完

井作业中进行了应用。

VES堵漏体系仅需要两种产品，即

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和高浓度盐水的混

合物[13]。与其它VES体系类似，当与盐

水混合时，VES表面活性剂会形成被称

之为胶束的长结构（上图）。胶束具有

相当长的结构，这些长结构互相缠绕后

能够增加粘度。 典型的配方甚至在没

有固相的情况下也不能通过 0.747 英寸

（1.91毫米）开口的 6号网筛。然而，当

遇到烃类或地层水时，粘度减低，几乎

不会留下任何污染残余物（下图）。

模拟井下条件进行实验室分析时，

吉隆坡 CSL的流体工程师发现，VES堵

漏剂在 350˚F（177˚C）下稳定的时间超

过 24小时，在 280˚F（138˚C）下稳定的

时间超过一周（下一页，上表）。还对

堵漏材料在加热、冷却和剪切循环下的

响应进行了分析（下一页，下图）。实

验表明，温度升高时，粘度略有下降，

具有剪切稀释性，但随着温度和剪切性

的降低，粘度基本会完全恢复。进一步

的实验表明，提高盐水密度并加入二价

盐水将会增加粘度，改进热稳定性。

经过对新型 VES 堵漏体系的详细

研究及实验测试，CSL工程师与沙特阿

美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一口 14270英
尺（4350米）深的井中对该流体进行了

现场测试。该井的井底温度预计达到

270˚F（132˚C），目的层孔隙度介于7%－

20%。射孔后，在将砾石充填总成下入

井筒的过程中，过平衡压力控制在 430
psi（2964 kPa）。此前利用 11.1磅 /加仑

（1330 千克 / 米 3）的氯化钙（CaCl2）盐

水对井眼流体进行了替换。初始井液漏

失速率约为60桶 /小时 （9.5米3/小时）。

工程师用 10% 体积的表面活性剂

和 CaCl2 盐水混合成 50 桶（7.9 米 3）的

VES堵漏液。以 1桶 /分钟（0.16米 3/分
钟）的速率将流体流体注入漏失层。当

凝胶液到达炮眼时，发现压力增加了

250 psi （1724 kPa）。在射孔层段进一

步注入 16桶和 20桶（2.5米 3 和 3.2米 3）

的堵漏剂，导致压力分别增加550和650
psi （3791 和 4481 kPa）。在注入后的前

10 个小时，没有出现盐水漏失情况。

起出油管输送射孔枪后，循环井眼

内流体并将盐水密度增加到 11.5磅 /加
仑（1378 千克 / 米 3），此时工程师发现

在三天的时间里，井液漏失速率逐渐增

加到 7桶 /小时（1.1米 3/小时）。又注入

了 30桶（4.8 米 3）VES堵漏剂，与此同

时将筛网、封隔器和施工工具下入井

眼，盐水漏失量降低至 1.6 － 2.2桶 /小
时（0.2 － 0.35 米 3/ 小时）。在随后四天

的时间里，井液漏失速率维持在 2 － 6
桶 / 小时（0.32 － 0.95 米 3/ 小时）。在对

地层成功进行水力压裂作业后，工程师

在 3900 psi （26.9 MPa）的井口流压下对

该井进行了测试，产量为 6000 万英尺 3/
日（170万米 3/日）。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认为VES堵漏体系的首次现场试验是成

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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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稳定粘度。VES 溶液能在很大的温度范围、低剪切速率下保留粘度。将 10% 的 VES 流体与 12.7 磅 / 加仑（1522千克 / 米 3）溴化钙（CaBr2）完井液混
合后，其表观粘度表明在 375˚F（191˚C）时流体仍能保留部分粘性（左）。为了改善高温条件下流体保留的粘性，用 15%的 VES流体与 12.5磅 /加仑（1498
千克 / 米 3）氯化钙（CaCl2）盐水和 5% 的甲醇混合后进行了实验。七个小时后，甚至在 1 s-1 的剪切速率下粘度仍然很大，表明该流体适合用作堵漏剂。

> 热循环过程中的稳定性。实验室试验表明，VES流体在热循环过程中能够保持大部分粘性。在 6个
半小时的时间里，随着 VES流体从 75˚F循环到 280˚F（24˚C到 138˚C）（蓝色），粘度仅有略微下降（红
色）。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和CSL工程小组

在另一口井中对该流体体系在井温超过

310˚F（154˚C）的条件下进行了实验。压

力瞬变分析结果表明，传导率超过了

500000 mD-ft/cP，几乎是首次实验的 14
倍[14]。工程师意识到，使井液保留在井

筒中将是一项非常大的挑战。该井完井

时射孔段长 231英尺（70.4米），而后进

行了水力压裂和砾石充填。井眼内有

11.5磅 /加仑CaCl2盐水时的初始正压为

450 psi（3.1 MPa）。
初始漏失速率稳定在6桶/小时。工

程师认为，低漏失速率是由地层损害造

成的。随着压裂充填服务工具的下入，

漏失速率增加到60桶 /小时。随后成功

泵入VES堵漏剂，使漏失速率降至20－
30桶 /小时。然而，仅仅依靠增加流体

粘度无法控制该井的流体漏失。

碳酸钙桥堵剂与 VES 堵漏剂混合

使用后，成功地将漏失速率降到 1 － 4
桶 / 小时（0.16 － 0.64 米 3/小时）之间。

尽管需要使用桥堵剂，但由于几乎可以

消除漏失使得作业者能够控制压力，顺

利进行完井作业。一般情况下，在随后

的处理过程中不需要去除残留的VES堵
漏剂；不过，如果必须去除时，可以用

5－10%的互溶剂破胶，这样处理后，通

常可以恢复几乎 100% 的原始渗透率。

　　吉隆坡CSL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针

对当地一个客户的难题，量身定制了一

套解决方案，该套方案在极端的温度、

渗透率以及复杂的井下作业条件下方

便、高效地完成了作业。随后，VES堵

漏剂体系在中东及其它地区的很多井中

都得到了成功应用。

12. 有关 VES 流体更多的信息，请参见：Kefi S，
Lee J，Pope TL，Sullivan P，Nelson E，Nunez
Hernandez A，Olsen T，Parlar M，Powers B，Roy
A，Wilson A和 Twynam A：“拓宽粘弹性表面活

性剂的应用范围”，《油田新技术》，16卷，第
4 期（2004 年冬季刊）：10-23。

Al-Anzi 等人，参考文献 4。

13. 两性离子化合物由带正负电荷的两种离子组

成。其净电荷的变化取决于溶液的 pH值。丙
胺酸、甘氨酸、组氨酸等胺基酸都属于两性
离子化合物。

14. 传导率是表征储层特性的一个参数，具体包

括流过储层的流体、流动方向以及流体相对
于储层其它要素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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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延迟时间。新型交联剂可帮助工程师准确控制交联延迟时间。三种可用

产品能够提供短、中和长延迟时间。

延长高温时的交联延迟时间

水力压裂作业中所用流体必须有足

够的粘性，这样，在泵入过程中可以保

持裂缝开启，有助于将支撑剂输送到整

条裂缝内。泵入过程中的流动状态为紊

流，有助于支撑剂的输送。在压裂过程

中，尤其是在深井中，减小摩阻要比输

送能力更为重要。

为了最大限度减小摩阻和泵送压

力，大多数压裂液的设计都是在泵入井

下之后、进入裂缝之前发生交联，即所

谓的延缓交联。延时是时间和温度的函

数。

在地面将压裂液与延迟交联剂进行

混合，从而允许将压裂液在较低粘度下

泵入井下，这样可降低泵送压力。过一

段时间，通常在几分钟左右，交联剂激

活，使瓜尔流体粘度增加，有助于将支

撑剂输送到张开裂缝的深部。

深井压裂作业对化学剂和压裂液的

物理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主要是

因为压裂液从地面到裂缝的输送时间很

长，导致压裂液温度升高过早，从而对

交联延迟机理造成干扰影响。2005 年

初，Tri-Valley石油天然气公司需要在加

利福尼亚的一口高温深井中使用一种独

特的压裂液，目的是对深度在 18000－
18500 英尺（5486 － 5639 米）的 Vedder
砂岩未开发的潜在资源进行增产处理。

井下静态温度高达350˚F，作业者比

较担心的问题是压裂液泵入井下所需的

时间较长，处理压力高。斯伦贝谢现场

工程师与Sugar Land增产CSL的人员一

道对水力压裂程序进行了检查，认为需

要使用交联延迟时间可变（4－12分钟）

的压裂液将支撑剂输送到井下进入压裂

裂缝，与此同时尽量减小地面处理压

力。经过适当的交联延迟，压裂液能够

在管柱中耐受长剪切时间，而不会影响

支撑剂的输送特性。

当暴露温度接近 325˚F（163˚C）时，

瓜尔胶聚合物达到热极限。因此，水基

压裂液一般在温度较高时使用羧甲基 -
羟丙基瓜尔胶（GMHPG）等瓜尔胶衍生

物来改善热稳定性。然而，由于要求交

联延迟时间较长，因此不能采用这种类

型的胶。长交联延迟时间会对 CMHPG
流体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而另一方

面，交联延迟不充分将导致井压裂液剪

切降解。

Sugar Land的增产CSL对YF100EC交
联水基压裂液进行了评估，该压裂液是

一种能够在高温条件下应用的硼酸交联

延迟压裂液体系[15]。这种流体中加入了

硼酸交联剂胶囊。在高 pH 值时，胶囊

就会缓慢溶解，瓜尔胶开始交联，使压

裂液变稠。最理想的情况是，在支撑剂

刚刚进入裂缝时出现交联作用。

对YF100EC交联剂胶囊的实验室测

试表明，它所能耐受井下高温的时间不

足以使压裂液到达井下并进入裂缝。在

YF100EC 流体体系中使用的交联剂具有

固定厚度的包覆材料层，限制了它在高

温环境中的应用。通过与生产商合作，

生产出一系列多层包覆交联剂产品。新

的流体体系有三种厚度的包覆层，可以

解决短期、中和长延迟时间问题，能够

用于多种处理设计（上图）。

2005年 2月，Tri-Valley公司和斯伦

贝谢的工程师将这一新压裂液体系应用

在了加利福尼亚深度最大的压裂作业

中，创造了一项水力压裂纪录。大约

195000加仑（738米3）的压裂液以20桶 /
分钟的速度在超过12000 psi（82.7 MPa）
的地面压力下成功地置入了 118000 磅
（53524千克）的烧结矾土支撑剂。这一

水力压裂的效果超过了 Tri-Valley 公司

的预期。处理压力低于预计的压力，形

成的裂缝从井筒向外延伸了 1500 英尺

（457 米）。

环保化学剂

目前，勘探开发行业使用的化学剂

不仅需要能够在临近其温度极限的条件

下发挥作用，而且还必须满足越来越苛

刻的环保要求。

15. Barton K，Fisher D，Gadiyar BR，Morales RH，
Nelson E和Sorrells D：“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a
Unique and Low Friction Frac-Pack Fluid in Gulf of
Mexico Deep Wells”，SPE 94799，发表在第六届
SPE欧洲地层损害大会上，荷兰 Scheveningen，
2005 年 5 月 25-27。

16. 有关石油活动中的法规指南，请参阅 56b 章
节：http://www.ptil.no/regelverk/r2002/
Aktivitetsforskriften_Veiledning_e.htm（2006 年 10
月 4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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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化学剂。该图说明了在过去七年里，斯伦贝谢的化学产品在挪威越来越符合环境要求的发展。
到 2005 年底，“黑色”产品已经从生产和固井作业中消失。

> 相同的防腐性能。对 13 号铬合金钢进行的实验室腐蚀性试验表明，新型 B208 抑制剂与原先不太环保的 A259 产品相比防腐性能近乎一样。

在北海，作业者要面对很低的海平

面的温度、深水、恶劣的海洋条件和复

杂高温的井孔。随着钻井和开采条件的

日益复杂，所使用的许多普通化学制剂

很快就不能满足环保的要求。许多国家

的立法机构要求在勘探与生产作业中使

用更为环保的化学制剂，不论其是否被

排入大海（上图）。

酸化处理中使用的产品也必须满足

环保要求。根据斯伦贝谢与康菲石油挪

威公司（COPNo）签订的合同，斯伦贝

谢在BIGORANGE XVIII海上作业船上对

北海挪威海域的一些井进行基质酸化作

业。从 2006年 1月 1日起，所有在挪威

海域使用的处理添加剂和流体都必须满

足最新的环保要求，实现“零污染排

放”。这项法规要求挪威海域的作业者

不得向海水中排放破坏环境的化学剂，

即所谓的“红色”和“黑色”化学剂[16]。

作业者现在必须选择使用对环境损害最

小的化学制剂，这样就会鼓励供应商开

发更加环保的化学制品。

康菲石油挪威公司的大多数增产作

业是在松软的白垩地层上进行的，井底

静态温度接近 250˚F。许多作业都是使

用常规HCl体系来进行，该体系一般需

要使用许多添加剂。在 2004 和 2005 年
间 ， 除 了 酸 腐 蚀 抑 制 剂 之 外 ，

BIGORANGE XVIII 作业船常规酸化处理

中使用的所有添加剂均由更为环保的添

加剂所取代。酸腐蚀抑制剂的环保性能

长期以来一直不令人满意。可是，由于

没有任何化学配方既满足环保要求又符

合性能标准，因此这些产品难以取代。

为了满足北海地区现场条件不断变

化的要求，阿伯丁的CSL不仅需要替换

这一产品，而且将其热稳定性从 200˚F
增加到 280˚F，与此同时还必须满足环

保要求。

阿伯丁CSL环保化学剂部门的工程

师与业内知名的油田腐蚀抑制剂供应商

共同开展了几个合作项目。在荷兰

Moerdijk斯伦贝谢安全与环保专家和得

克萨斯州Sugar Land斯伦贝谢腐蚀工程

实验室工程师的支持下，一种环保型化

学制剂于 2006 年初取代了早期使用的

肉桂醛季胺腐蚀抑制剂，这使斯伦贝谢

成为在挪威能够提供完全环保添加剂和

HCl 处理液的公司。

新体系的所有成分都经过测试，以

确定生物降解能力、生物积聚作用潜力

和毒性。生态毒物学试验确定，在相同

浓度、相同条件下，新抑制剂B208的所

有化学成分的生物降解能力均比原先制

剂高60%，而其热稳定性和防腐能力与

原制剂相同（下表）。

高温井中的清砂作业

油田作业使用的大多数流体都是水

基的，它们具有容易获取、对环境损害

小而且通常成本要低于油基流体等优

点。然而，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

水基体系能够促使粘土膨胀和乳化液阻

塞，并且可能会改变孔喉的湿润性，从

而损害储层。在这些情况下，一般选择

使用烃基流体来减小这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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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稠化油的性能。与加入传统化学剂相比，加入VES的稠化油（照片）具有更高、更持久的

粘度（上）。油基 PowerCLEAN-VES 液在温度升高时能够保持足够的粘度，有助于在更大的
温度范围和流动条件下清除井中碎屑和悬浮物质（下）。

通常，油基流体的稠化要比水基流

体困难，特别是要维持无固相体系的时

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使用铝盐羧基

酸来提高油基处理液的粘度[17]。由于这

些体系的热稳定性和固相携带能力适

度，因而常用作压裂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磷酸铝酯盐取

代了羧酸铝盐，略微增加了热稳定性和

固相输送效率。目前，这些盐类仍是稠

化油基压裂液的首选方法。

科学家认为，复合铝和磷酸酯分子

形成长聚合链，通过关联机制使油变稠。

通过改变铝化合物和磷酸酯的数量就可

以控制这些体系的粘度。一般来说，增

加各种磷酸酯类的浓度可以改善高温动

态。然而，这通常会导致地面体系的粘

度很高，使得流体粘稠，难以泵送。

目前在许多井中，普通稠化油体系

也表现出某些性能上的缺陷。常规油基

体系的粘度对产品浓度和基础油质量很

敏感，通常在泵送时会产生很大的摩阻

压力。这对于连续油管（CT）清砂作业

来说尤其是个难题，需要对循环压力和

携带能力进行仔细控制[18]。

尽管 VES 材料已经被成功地用来

增加水基 CT 清砂液粘度，但通过沙特

阿美公司在沙特阿拉伯北部地区的实地

作业来看，这些流体的热化学性质的改

善不足以超过它们对地层的潜在损害。

17. Samuel M，Nasr-El-Din HA 和 Jemmali M:“Gelled
Oil: New Chemistry Using Surfactants”，SPE 97545，
发表在 SPE 亚太地区提高石油采收率国际大
会上，吉隆坡，2005 年 12 月 5-6 日。

18. 有关清砂更多的信息，请参见：Ali A，Blount
CG，Hill S，Pokhriyal J，Weng X，Loveland M J，
Mokhtar S，Pedota J，Rodsjo M，Rolovic R和Zhou
W：“综合洗井系统：提高效率降低风险”，

《油田新技术》，17 卷，第 2 期（2005 年夏季
刊）：4-13。

19. Samuel M，Card RJ，Nelson EB，Brown JE，Vinod
PS，Temple HL，Qu Q和Fu DK：“Polymer-Free Fluid
for Hydraulic Fracturing”，SPE 38622，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得克萨斯州 San
Antonio，1997 年 10 月 5-8 日。

Nasr-El-Din HA，Samuel E和Samuel M:“Application
of a New Class of Surfactants in Stimulation
Treatments”，SPE 84898，发表在 SPE 亚太地区
提高石油采收率国际大会上，吉隆坡，2003
年 10 月 20-21 日。

20. 有关连续油管清砂更多的信息，请参见：Ali
等人，参考文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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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特阿拉伯的清砂作业。在两口类似的井中，采用连续油管的PowerCLEAN-
OB VES 油基体系将清砂时间缩短了 40% 以上，循环压力降低了 300 psi（2068
kPa）。

在这些水敏、高温地层中，一般采用常

规稠化油体系进行CT清砂作业。然而，

为了保持携带能力并尽量减小摩阻压

力，作业者通常采用含氟表面活性剂的

泡沫稠化油体系，这不但增加了复杂

性，而且还进一步降低了环保可接受程

度。吉隆坡CSL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

发出了新的稠化烃基流体的方法。

在水基液中，表面活性剂能够形

成各种类型的胶束，如球状、虫状、杆

状、薄片状和多孔状胶束等[19]。所形成

的具体胶束取决于表面活性剂的性质、

电荷、尾长、顶部结构和基液成分等。

通过调整所存在盐类、pH 值和其它条

件，可以优化流体体系中特定类型胶

束的形成。

在水基液体中，表面活性剂自动组

合形成的胶束其顶基朝向水相。在烃类

溶液中，科学家推断VES物质聚集使其

顶基位于胶束的中心，导致形成反向胶

束。在这种特殊的胶束中，表面活性剂

烃链尾与烃基液相互缠绕。

吉隆坡CSL得到的模拟和实验室分

析数据表明，可在烃基流体中加入VES
物质，以形成稳定的粘度。与传统的稠

化油体系相比，只需加入少量添加剂就

能使粘度提高好几倍（前一页图）。对

于 CT 清砂作业而言，油基 VES 液在低

剪切情况下显示出高粘度，形成改善的

固相悬浮特性。CSL 技术人员还发现，

油基VES体系对于基础油性质的变化不

是很敏感。

过去的三年里，在沙特阿拉伯使用

新型 PowerCLEAN-OB 清砂服务成功地

在30多口井中进行了清砂作业，这些井

中都存在水敏性地层。这些井的井底温

度范围从220－280˚F（104－138˚C）。在

多数作业中，都无需进行发泡处理。总

体来说，所需要的柴油量减少，而清砂

液的携带能力和静态悬浮特性则得到提

高[20]。对这些井进行的两次直接对比表

明，使用新型油基VES清砂液，清除了

数百英尺厚的砂子，而循环压力比原来

降低 12%，所用时间只是原来的一半

（右上图）。

超越极限

自从现代石油与天然气工业开始发

展以来，工程师和科学家就在一直不断

地超越技术极限。从采用硝化甘油对第

一批井进行增产，到深海海底钻井和开

采，石油工业一直不断地向前发展。

随着我们对地球上剩余油气资源的

进一步开发，地表和井下温度不断对钻

井和完井作业中使用的化学剂以及维持

现有井生产所使用的化学剂提出新的挑

战。勘探开发行业所面临的温度挑战是

多方面的，本文无法对此加以全面论

述。我们介绍的一些实例也仅是突出了

一些新的进展。在将来，我们不但可以

看到油田化学剂的温度特性会持续得到

改进，而且在设备和完井技术方面也会

得到改善，以应对目前钻井和生产环境

中所面临的温度极限的挑战。      —DW


